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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嘉德滿都之白塔

'

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潰，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抹上、

三者皆為金輸之轉輸王」。故說間

三貫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佛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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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秦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
「 一人於雨中見小泥
塔，急拾草履蓋之。叉 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與造塔人，

拉成佛像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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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

現觀蒞嚴論頌約

法等法師譯

差不!雪梅mt;拉我只v§呵!無!哦，曾明琴演魚!
法界無差別。種性不應異。

愉快訊!能明和!!只姆叫你?想富有
由他依法異。故說彼差別。
尸、、

唯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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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Q 獄?有割啊，哥哥特阿可!可呵呵?吋哭洞開
所緣一切法 O 比1友為善等。

只搞計，可鵝可啊啊!可夫吶咒翰林可3項咕咕:f
主今世間所知。及諸出世間 O

崎哥哥Y嗯嗯吋q寄:輪不'f l啦?只可咒守曹~柄想到莎Jf
有滿無漏法。諸有為無為。

訴叮嚀輛;頓開們吶!科神文1峙這兩哦!
若失弟子法 O 及佛不兵法。

桶前織建議繭，神請寄呵!你「柳科研前l'
勝諸有情心。及斷智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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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生法宮
比較研究之介紹
己的)發覺其中具有脫
O

埃及古代閻王改泉之金字塔。於多年經法
(5日吉日出

本
緒一一一一口

第一輩埃及之金字塔
一、神秘力最之發現
一一、功能略述
一一一、研究之演進

第二章回織密京生法官
第三軍從物理學說之比較
一、外形比較

一一一、從密集經看擴集能量
四、生法官之攝集方式呼

一、從立場說攝集
一一、密法鎮集之根據

第四章從宗教學理之比較

三、保守與活用
閩、攝集能量範閻

二、論方形與三角形之優劣

要

目

本書足可惜臺帶六十元，預約四十五元，在即日起
接受預約五氏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卅日截止，以
，部截為退。民國七十二月干十二月、初出書口
'邦政劃撥 五一一四一了一密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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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國人波比

水防腐之神秘力量，八卦佈而後，歐美人士，轉
相仿訣，風靡一時，至今仍扭活躍。
香港佛教大德馮公友長者.，久旅居加拿大
1美國之間，於此，七八年闕，一小斷以寶貴你說
品，乃紀錄資料，本斷向劉說之居士供給，劉
、亦頰成興趣，加以實驗，益將其多年求研克無
上密乘客鴻巴法妥之立法官，與以比較，多學
捏諦，作成此書
0年前參加投界佛教聯誼會第
十二屆大會於日本，曾劫陳建強君譯英文，在
會場分送，索問者頗，漿。將永如因摔成熱，或
抒印行中英文合訂本，以就海內外大德。
釋忍慧法師，英文佛學是漾，年前曾以「
0年
弧掌能鳴」禪話，向大會宣示，旦得好評
前專研金字塔，已布，若干成效，有圖示範。
最近馮公丈長者提持美關最新出版之「金
字塔形的奧秘」一書寄卒，內容甚為堂茗，可
以處丸彼邦人士;熱情比前尤掠過之。乃約甸

~，

當
A

蕭敬行女士節錄數則，均為可俱參考之佳品。
年前，曾問有真洲人士卒塔，擬在香港及九
龍，分設中心兩峙，以為研完之所。忍慧法師
且以金屬你製金字塔，分贈於﹒布志研完之視丈
，如是則金字塔之風尚，已吹到香港矣。
此書是將對金字塔之從發現至你製豆實踐
之質特及旬歐美至香港之情形擇要介紹。史將
無土密，束之球勝法要公開，讀者可知投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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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符合刻家考

令有來自緣

金則采季刊曲社以求，於
研究曲藏無止密乘之瑜伽行人

7

，本論為初發心，成為者宿大

德，均認為布可閱讀之刊物，

本如前此之無可問津矣。
本刊為贈閱性賀，發行本一

久，索閱者紛至香求，讀者數

干，遍及於台灣、香港、星嘉一

坡、馬永亞、美函、加拿大等
地，且本斷增加口
轉瞬已過三年，改期請者
，紛紛追索前期，欲堯企豹。
去年隨師于役星、馬，當媳
讀者，追討甚殷 o愛這其意，
乃將初期所缺者重印，益加以
由首期五第十二期合訂精裝，
除，聽送國內汁之若名大學圖書
館汁，吐血以供愛好者請閱日

于IJ:創日十二月一十年八十六回民攀中

本會法部

鍾祿湘

鶴說之別

節鋒融熙法師之「西藏紅教」與之蹺土禪宗j」
i---ji---ji--

聽罷小記

劉鏡之上都風巖僕僕唯弘法
捐助本刊芳名

捐助興建台中金剛乘學會芳名

ji--.
本社訢

本社品

ji---ji---

m

黃文淵站

:緯啟安泊

紀先師融熙上人弘法商混
hi-陳
志仁別
是馬競遊得王寶之意外收獲
ji--劉
- 銳之泊
「金鷗乘全集」研習課程說閉口
j
i
j
i
ji--林
- 崇安如
聽「靜位生起略軌」聞示之「衰義」與「路解j」
i--ji---黃教英招

我所佩服禪宗大德融熙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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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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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鏡之上師領導會民間修蝴幹法﹒
鍾樣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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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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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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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生法宮比較研究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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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坤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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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六一九八二

電話 〈
O四一口八七一一三
0二
.八七。一二五一
高雄市民族二路一O 二之五號
電話 :(O
七〉二八一間八之一了七七一七三七一一一
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

肇中市仁和路一O
一五卷七弄回之四號

宮暫且灣方面
華北市忠孝東路六段昆陽街一五五號間樓

電話

香港北角英車道七00號北角大廈七種A座

香港方面

封面
尼泊爾嘉德滿都之白塔
封面裘
現觀莊嚴論頌 MW(
栽漢對照〉
封底﹒﹒尼泊處嘉德滿都釋萃，像之拌均
宵瑪巴師佛傳承象一統H釋迦牟尼佛

封底裳

蓋北市雙國街四十九巷十六號

中華民國難諒專業悄閉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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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訂 A
混剛乘季刊合訂本國隸il 第一期至
第十二期

敦珠上師降生因隸聽聞記
送郭妙懺女土入居安老說
劉鏡之

劉鏡之日

ji--李
-遍麗江

ji---ji--劉
- 鏡之

間

站
金剛乘學會

出版發

金剛乘雜諒就

發行所

臺北縣永和市秀銷路一段九十一號
蓋北郵政信箱五十一泣，之八四八號

鍾樣湘

林崇安

發行人漿社長﹒﹒葦淑慈

通訊處

社址

執行緝輯

月﹒一 訓間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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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新聞局局跤叢諒字第一一一九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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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濟金剛乘學會總會籌建工作報告
自由日報「每日佛學」專欄創刊韓起
接啟超先生論-li中閻佛學之特色及其偉大﹒

真雷宗儀軌築錦自序

乘願再來之屈丈六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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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慈悲俞允。緣是親近一藏事，凡五閱舟，同學齋華君，(英吉利人

當面謂鍾靈嶽障，生有自來，然亦不過一代名臣，安邦蝕亂而已 我輩弟子，既值得慶幸者也。師於現在世中，係於儕一庸二四五一
。若其降生事略，早授記於十八世之前。，非由杜撰臆說，立一紙風年降生於西藏之前識，不慕榮莉，不談政治，惟宮會修持，及佛法文
行，在西藏及印度邊壤中，巴家喻商戶瞬。對其今生之昕一取法相及 字之撰述。故纜車麗聘，均婉翻之。近年更以養舟，流寓噶林邦焉
事竄，均先有載籍可稽，如我敦珠金剛上師，其功德不尤球路耶 。早歲親近師學，一首二十六人，皆得不共教授;於巖傳中，必讀
。銳之於佛聽二五零三年〈西元一九五九年〉己玄一一一閏月初十日修
，習
得本
體意法一千零，始合標準。師精進修習，郎影響健康不顧也
上師於印度之噶林邦，求傳大幻作精灌頂，並乞以導引法開示，均
。經論註疏，累﹒蹟連篇。郎在喝林邦印行者亦不少。緣是即至之地
，人均奪之以為依怡，其修學著作之足述者一﹒也。大幻化牆根本績

請前往聞法，正訪
本文第廿餘年前之舊作，前年法駕蒞臨香港，貓想昔年得度語之協助，彼此無所聞聞，莫名愉快。今復舉
尋度諮幫忙。展請撞開文折鵑此次親澤眾事，院音更愉快也。

台t..

，為英國牛津大學資逸，留學噶地，以研習西臘文深造者。〉告以 ，為密乘原始之一大績，經論已多，後人之註疏亦不少。且其靜忿
本意內外瞳城，及各輸位置，繁瑣復雜，記噫不易。師則純熟精
師之降生傳記，普及遐遍，倒宜請求關示，譯成英漢文字，以農流
傳。新請再一一一，始蒙俯准。譯成後已到印於大幻化網導引法中，而
確，朗若列盾。然於閱一那縛，雖百忙中，仍先行單備參考書籍，陳
英譯則由齋華執筆也。茲以大幻化網導引法，非曾受金觀乘灌頂者 列盈尺，分別指示，態度嚴謹，絕不放鬆'亦不苟且 o惟於時輪金
副本績之請求傳授，則以非所夙習，不允兒示，其治學精神之足述
，未准閱讀，普及維難。特將上師降生傳記。及上師瑜伽常修法
，印成舉行本二千本分膀，使具信者，得研膽依 o後將吾師功德
者二也。調研求傳大幻化網灌頂時，係與英吉利國人生接揭諦僧
之聲替大端者，路連一二，雖為讀貂之狗尾，在所不計焉。師過
二齋華及蒲樂還君，漢人為悟謙僧及余共五人。前雖一見大害，
去世中第一世，為千佛上師之其力金剛，第二世為智慧第一之舍利 以為對藏外人士傳授，此為第一次，而求法人數通與釋奪初轉法輸
弗'第三世為神通廣大之薩羅啥，聽此一工世其功鶴不獨無可等倫， 者悶，口扎與傳記所按法盤偏豎一節，有昕一先兆，但對於聞示導引之
抑亦未之前有也。師未來世中，第十九世之金剛尖銳，為時輸剎
詣，讓遲未作決定，而於余輝去研單，多所考悶，至再至一一一，不獻
土之吞拔拉閻王子。第二十世之無邊光，且為賢親最後之一佛，此 求詳，及見尚能應對格如，始允傳授。金剛乘十四根本墮有一首 「

一 9 一

孝文

••

於未成熟露宿惰，盡說密法第七釀。」師不以情感用事，而為法

俏精簡且會關

擇人，其審慎態度之足述者一一一也。大幻化網導引法之閉一部也，延讀

者數月，每日凡五小時，每星期中聽休息者一日，非百忙不可攘，
或身體不可支時，絕不放偎。然聽林持藏民僑居者，約一一一萬人，皆
兢部如法玉，事無鉅細，均以舉詢，故常忙至深夜。叉額為閱日

送郭妙懺女去入居安去說

備諜，或致失眠，翠目則精神疲憊。余等不知，謬然前往，至則請

-10 一

辭，師必以可授少許見留。及授課時，則又如一一一峽倒流，酒插不

過軀可他個名

6

錯幻不有這假

絕，而精神反兒霍然。此殆數見不鮮矣，其誨人不倦，而修持有得少小生來富貴家
錦圈繡簇綺 年幕
頓悟優曇頃刻 μ
必
之足述事四也。宮維行能無似，而仲哲學又不如人，乃蒙師恩深鞋，黃梁一熟部郭躍
有為一切本無常
紛至脊來，大幻化網導引法，既得權頭;又得傳授;且→蒞臨名一瞄險
德 阻艱難已備嘗
冷落蒲閣大去旁
人間何處尋混竣
法幢 o親醬教傳派、巖傅派，及極近傳承表一一一張授興，篩代攝覺，
國破家亡為苦辛
茫茫前路女兒身
以符降生傳記法爐編豎之授記。傳授既畢，以巖傅長壽密集法權頂
悠悠絮采證繭因
抵死留將 J明J白在
，非經請求，追異數也。復怒別後環境復雜，無喂專修，乃傳大圓
柳暗花明又一村服哺于今貧乏告他存
好向是雲懺宿寬

ha

幸宜無但我這
勿借可沒祥是

柏期清聲紅、魚伴

身楚之錯前我

滿無上口訣，使每日修謂五小時，還能成就。知余欲罷報身，竟將

比尋是特千諸
報苦名史年為

上世即傳經蓮飾閱光之金剛持銅像見路，隨從見而愕然，此像蓋

盡臼以主若可

甲午中秋時年本

4峙

臼題小照
果他所筱妥誰

師所深愛，而從未旅人者。部有子與余年相若，留寓園內，師

菩勿於千千 4日
提為何年才已是

常一t
悶棍余親逾己子，僧哉。憶臨別時，師以大自哈達，加余頸中

，曰:純為於最鐘時憫，部能會宙之兆也。此情此話，猶依稀在眼
耳中。雌害之單行，亦欲早會師菌，荷親近黨專焉。謹於此作至
誠之祈禱。

證切成是似此

佛曆二五0.
七年藏臆九三七年英那一兀且弟子一幅德法蟑劉銳之謹跋於
香港九華觀房

.，一

乘鸝再來之
屈丈舟土師
劉銳之
屈文六上師，以方面會一寄之大寞，而獨鐘
禪說，尤重密宗，特菩薩來願再求，苟丸臻此
。歷亨鎮，禪、話那、貢噶師佛多等，皆
得無上法耍，本兵傳呆。頻年避居香港，以待
時清口及改奉召發居台灣，均本忘弘法科生，

於兩地召集徒侶，關示法要﹒'並影印「文六法
案」'賜其聽泉。法駕駐港時，誰知為諾師

問門，而無緣參加法會。其投赴台，皈依鹿下
，技以一水之隔，又無雄風身講壇，親永訓示

，法案則象賜于也。本久兌闊毋寂，每念前塵
影亭，會覺閥然間

﹒寺逸塵師丸，承事亥年，功德事業，均丸
9以為初機者軌範口乃
而知之;因詩為 道 其 詳
知何兄早年，已有記略成妝，附錄於此，以為改
學膽依@

廿九年二月初六日，一那寂於六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法賢金剛上蹄，電步巴安，松揪粗備，緬懷往寧議
將皈依與隨侍之經過路記於后。逸塵與屈府多年世
誼，自大陸沉淪，避難至港，於民國卅九年在香港
九龍加迪威老道及沙田晦思簡從師學佛，於四十一
年九月十五日叉隨侍來台協助修藏註經弘法已二十
餘雅矣，用敢述其崖路。上師屈姓，名映光，字文
六，法賢乃貢嘎呼崗克圖研賜之法名也。生於民前

皈依法賢金剛上師記略

麗映先上師誼酪

'{,

商後即無意仕遲，潛心佛學，歷事當代顯密大德廿

享譯九十有二，六十三年三月乏自安葬於台北縣新
店鎮五峰山麓。師年甘五歲學成，見清政不綱，還
與徐錫麟、秋瑾先烈等組織光復會，徐、秋二烈士
成仁，師郎赴一搞創辦風雨報，繼續鼓吹革命，拭目回
首義後，師在游集合同志響應，協助恢復南京。清
社既窟，師為十七省中新江代表之一，選舉盟失為
臨時大總統。民國一兀年任新江民政長、巡按使、都
督、贊威將軍等職，繼任山東省長，內務總長。至
十五年周遊列國，考查政治，並宣揚中華文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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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質、長，也是遍握各省觀察服務。二十八年三朝南
章，並代表林主席語虛雲和尚蒞重慶
9啟建議閣息
災法會。同年，從貢嘎呼圖克圖譯經、修法。當歷

八月十六日，在江北縣岩、涓細問闕，修大圓滿法八十二
--9叉在江北縣張
天，於十一月八日圓滿。一一a
工s年

藝耘家中閉闕，本以，吉日為期，國許委員長赴濃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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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為蹄。窮蹟探徽，蠱獲授記灌頂，佩金剛阿閣
黎印，登撞演敬，沾溉法乳者，海內外同學何止數
千人。並自指廉偉在桑梓建橋五十座以使行旗。文
創辦振華中學，培育英才。并在上海致力慈善事業
，以仁濟堂，淨業社及佛教公墓，文主持佛教會多
年。民國十八年元旦。與夏海齋皈依白普仁喇嘛，

4

傳自詮釋心經及傳授四加行大手印導引等法，同年
秋在陳藹士老居士寓所講述自詮釋無蠶蠱何經，觀無

大圓滿法，間十一年來台後政府聘為國策顧
問，四十二年春在台北市廈門街九十九巷八號寓中

受四臂觀音法灌頂，向日與梅斐漪皈依省克和尚修
路觀察敗務，遂提前出闕，僅四十八日。三十四年
彌陀法，意在圓渴顯密，是年在上海同時皈依諦閑
抗日勝利 9三十五年師與陳露士、播公展諸居士在
法師，大勇法帥。向年，新江大水，辦平濯米廿萬
上海法藏寺啟建仁玉韓國息災大法會，設顯密一一壇
，顯擅自興慈老和尚主之 9密撞則師主之，頂聽者
擔，廿年長江水災
p赴廬山籌款販災，軍以販救災
逾萬人，一時稱盛。三十六年應虛蠶老和尚函諦，
黎為事 p廿一年十月廿一日，師與段芝泉、朱子橋
發起鞏修廣東省乳源縣雲門古寺，師在福借宿立致
、趙夷午、揚在心等恭諦班禪活佛在北平太和殿啟
鉅款，俾虛老迅建盤問門祖堂及鐘鼓樓，淪陷後虛老
建時輪金剛法會，十萬人向時皈依，廿三年與戴季
龔門事件顯示勝績，即此道場也。一二十七年，師在
胸、陳聞自、韓大載、社月護等諸同學發起迎請班
廬山居土林間綠度母闕，又在屈擺開黑關四十九日
禪活佛南下再建時輪金剛法會於杭州靈隱寺，皈依
者數萬人，同時發起菩提學會，恭請班禪活紛加為會 。一二十八年春，師應菩提學會諸老寰懇，在淨業社
建密教息災法會七、永日，灑人獲兔兵焚。四十年在
長，安欽活佛、諾那活佛為副會長、榮增活佛主譯
九龍加連威者道寓研傳那洛六法，四十一年在九龍
事。並與陳圓白、馮仰山等皈依諾那活佛，受大圓
滿法聖救度母修持法等，廿六年日本大舉侵華，為 晦思園鱗績傅那洛六法，赴台臨行前在逸鹿寓所傳
挽救搶劫，又於上海諦持松、榮增各師啟建護圓恩

災法會。同年，師皈依貢嘎呼盟克圈。至此位自黃
教傳承略備。民國二十七年，政府設立販濟委員會
于重慶，任孔庸之為委員長，許靜仁代之，師為副

心，于

蠹壽經，四十三年夏在台北縣北投著光寺傳中陰數
度密法，四十五年十丹:一日移居桃園大溪福份山齋
明寺後苑閱藏，四十四年一月且在菩提議當傅受金剛

9

月時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春弟子李逸盧敬書於法賢紀念室

謹將上師生平事蹟略趟，以彰兵館，恩深滄海義簿
睡一間霄?未能詳表飾自心於萬一也。

薩捶自財神施水法，同年十月廿五日在善導寺閉一亦
即身成佛等法耍。四十五年七月廿六日應新店廣照
寺廣欽上人之請至該寺傳單毅度母修持法?四十五
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善導寺成立修訂中華大職經會
五十一年三月五日台中寶覺寺住持林錦東恭譜上師

至該寺修護盟息災法會七日並傳諸佛咒語及金剛亥
母簡修略軌嗡牢觀 9氣劫法要及聖救度母修持法，
彌陀大法。在大溪齋明寺後苑傳法甚多 9如氣劫法
要 9金剛薩墟，自財神施水法，準提佛母法
9舉救
皮母修持、法 9中陰數度密法，彌陀大法
9外內容戒
律手冊費時輪金剛法，六成就 9大手印導引 p大圓
滿 p紅白黃教四加行?大成德法 9紅觀音法阿閣黎
灌頂，仰的法 9黑關法 γ蓮花生大土長講儀軌 9蔥

花生大土十一立法聚等法。六十一年十月一日在中壢
9

元化院成立法賢學會應住持善超法歸之請親往傅法
六十二年春台中慈明寺住持謹印法師邀請前

數次

往霧峰宙間佛殿主持破土典禮并傳密法。自選層大溪
齋明寺後苑開始修訂中華大藏經并設密攪每兩星期
一次講經弘法 二
r 十餘年向未筒斷。逸盧均隨侍在側
照料上師起屑。問憶往事 9音容宛在，訓誨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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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蠱

劉銳之

巨響
J仟

。佛根於辛未年，得問學蔡君淵若之啟趟，頓發菩提，皈依佛教真
言京居士林也黎乙真大問闊黎座下，遊輒一冉單干了學習纜諦，親愛權
頭。越二年遲齒，在食奔走，復值優繭，流轉數省，以乏道場，不
日7，則廿餘年如一日，從未
獨供養無處，抑且禮拜無從，然持誦真中報者。庚貫之歲，叉返香江，林外徘徊，以法師蹺經闊寂，背時
林友，非己作古，到多問戶潛修，寡履斯士，藤是未敢唐突扣閥，
太息而已。而鞏捏造場之心，則未巳也。今歲觀音誕之盈日，在于
希文，亦林友也，以與女居士林周塵覺女居士有成誼，與之借往，
燕蠱重歸，莓向人爭認故苦，成表歡迎之意，李耀館大阿闊黎主
持法干事，兵大慈悲，循插著誘
o乃於週末星期之喂，輒赴焚侈，每
有所傅，必請參與。忍再若前此之道志也，必抄而存之。然林內印
行之儀軌，各「別行立」，其中昕有各節，均屬窗間，聽有表白、
祈顧、勸語等十九項，因諸轉而稍異，故巳空白，留待行者照旗。
因念旅躇傭霄，.地方狹小，安置不得其蹄，易潰尊嚴，何如縮本抄
騰，擇其各別諾項，條分縷析，加以項目，朗若列眉;不過修持，
可按項而加入，亦因時困地，而制其章之一法啦。倘若寶館或說，
聽圓當滿佈黃金。農網脫離，覽會可常衣給柄，別跟遞貝葉，盡藏
法海之名盞，手執摩尼，長對壘茶之繡像，是華早存至顱，而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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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心者也。豔乎明持六﹒芋，部阿僧抵親亦能妞，處擁靈經，距被羅
悶頭業誨，幸覺岸之躍壺，當目眾生，叉塵質之聽入;雖真如
朱昧，常誦心餌，而環境送吏，竟疏頂禮。輝來己一一十餘年矣。前度 蜜多而尚遠;是以貧多務得，兼顫雄難，仰高鑽堅，勤求有獲，古
劉郎，每蘊鬥而延佇'食設在子，再入室以研求，殊跨國紋，無量 人一試泛覽主搏，研究主精，做則應永失而弗設者。
功德，甚幸事啦。然而門庭依舊，闊黎巴悵雲歸，環諸如恆，道侶 佛聽世一一千九百七十九年歲次王展端午節遍崩金剛劉佛根銳之自序
更傷是散，於此愈覺光陰迅速，歎生命之無常，宋法前途，感道揚
附錄略其各項名稱
付表白白表白後祈頓的勸諒自行用發顛倒道場觀的鉤召
之難遇。惟是第風復振，車繼起之有人，儀軌胥芯，苦黨修之無兵
的辟除結果的本意讀的前供養後祈顧盼禮儕份本意加持
。於是藉業餘之休沐'時車上之修行，恆花花以追誨，每多多而鑫
的正念誦的正念誦後祈願勘字輸觀曲本意加持@散念誦
薯，以其法名不二，印飼偶別於諸簿，經清歧兮，部加繁於累韻，
處尺土寸金之地，為聚瑟縮本之謀，此其一百宗儀軌集錦'研由作乎 的，本意讀的後供養後祈顧的體佛的解與

「

自由日報「每日佛學」專欄創到緣起

明-

建經攝向關內外各師兄姊聾，作簡單之報告。

嚴與實用，乃一商討決定儘壘遵照上師當初之構想〈西當上師瞭佛陀的法雨，滋潤有緣大眾，以達潛移默化之功。
解經費有限後，恐增弟子們負擔，慈悲地一冉一一一指示應手從簡)自
，由
使自報是目前本省一流的報紙，擁有廣大的客戶，報社為替
惜其版面，要求本會需有千份以上的訂戶，作為刊登之條件。
其具有西藏密京殊路標轍，日於七月五日破土興工。
上師來台建立法撞，於今多年，先後成立了台北、台中、高雄 該專欄已於五月份起開始遂自刊載，本會選玄極為學惜該版面
一一一但事會，不僅使許多弟子得站法盤，且不為名和、不辭辛爭
勞取
、得
翻來不易，並不忘初心，均鼎力支持訂閱。然我們本身力量是
譯經典、創辦季刊、印行全集，並以翠鑫之年往返播台四處會所有
主限的，必需靠大家的熱烈贊助支持 1.素仰貴大德對弘揚儕法不
持灌頂、修持等法會及開一取法耍，其弘法精神是有目共睹的。遺
就餘
以力，懇請大家發心，參加我們的行列，踴躍護持訂閱，使該專
此次選擇合中建.會之緣由，亦為兼顧北、中、南、高地區更多欄
弟能
子順利長期刊載，並請介紹您的親友，共同以每日五分鍾的時間
能有間受法要之機會，而不惜選居之煩及一斌購房子負擔，處處來
為閱
弘讀，搏能同獲法害，在此，特申龍說 1.並前
法利生甘肅想。因此，我們在感念上前恩海難靈之餘，顧我還
們安
全體
每日學儕會敬啟
弟子能遵照上師指示「出錢、臨力、出心」發菩提心之原則，同
訂報請浩 台北市康定路二七八巷二號每日學僻會
心協力共同使成金剛乘學會總會能早日順利興建完援。
訂將
報專
O一
二 l 五一一
O一
二
為遵照上師指示「不勸捐，接受樂捐」之隨車一同原則，僅
籌線 一一

璜〉，雖與目前已故捐款數字還有一段差距，唯為長連計及力求莊理，以深入淺出，易讓易懂的方式，透過新聞報紙的刊載，希望將

是配以鸝暈宮蓮師法相，且內部完全無住，故包括地償共建新台解
幣設施于清涼，創造人問掙土，本會特商請自由日報館鞠「每日佛
九八五萬元，佛堂部份佔四。一一一萬元〈尚未包括四周聞牆學
及」
內專
部欄
裝，並聽請當今佛教界的大師及儕學專家執筆，將高裸的佛

，本人負責其事。因韓和合，會員當中適有謝祟斌、何榮輝、鍾文 「學佛會」的蓮友們有聽於社會風氣日漸敗壞，殼、盜、淫、
煌一一一位師兄係從事營造工程及設計規劃工作，發心為總會出搶
力、
。層
因出不窮，天天影現於報章、雜誌、電視等大眾傳播工具之上
。及
令修
人驚心動魄，似乎人心失去了方向，大家都徘徊在歧路上，有
委以設計及京建。為討論造型及經費籌措專門且，麗、過數次會一再
改變吏，皆不樺煩圓滿其事，聽屬難得。本會全座造型設計，正面種迷失的恐慌，苦悶不堪，煩惱熾盛，不了解人生的真諦，為及時

的人
一個鶴教閣體。
建築工程會議.，決定成立籌建委員會，由李銘國師兄擔任所
總組
召成集

眩買下土地共一四二﹒七八坪，每坪售價之六、五
00 克，連代書
費共約新台幣一一一
0八
萬元。於四月廿四日骰台北儕蠶商討如何進行

總會地址學准白上師指示後，於今年四月在會中市第四期重劃
「每日學儕會」是由幾位熱心的佛教捷，利用各自余餘的時間
，除了禮佛、修持、研讀經書外，默默的在作品一有鑫於社會的工作

台灣金剛乘學會總會籌建工作報告 林坤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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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傳立學於遺經者也(真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帶囊，是其特色 五世紀而此母雷日無復一佛跡。悅後一冉踩鸝於罔歇，一工侵蝕於景教
。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霉，中國所謂居士之類耳。若以此為佛徒也 ，一而佛學遂長髒已矣。轉兢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揖詣，
，何如禪宗直指本心，並儕徒之名亦不必有之為高乎)。未嘗能自 新宗屢建;禪京繞行，舉關碩學皆參觀理，其餘被復被蟬以閱日本
。佛教之不誠，皆中觀諸賢之功也。中間雖衰息者二三百年，陌至
譯一經，未嘗能自進一諦，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觀中瘤，膛乎後矣
。此也南非我抉抉大盟員，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苦每念及此，吾喝 今叉接聽有復興之勢〈近世南海瀏陽皆提倍佛學，吾意將來必有結
倍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舉西各學術思想於一爐而治之，以造 果)。鮑臼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葉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
大之者，其心在我中圈人矣。此其特色一也。
成我觀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 o苦頂禮以視，苦跌撞以
俟'之間間山仰丘，景行行正」著請謂歌精唐聞諸古德之大棠，為我 一一、諸國所傳佛學者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佛教之行，
背年勸焉。中輯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西誰說斯、北盡鮮卑〈郎西伯利亞)、南至還羅、東極日本，凡亞
洲中，大小百數十盟，無不偏被(單間諜摸那教為翱窈印度婆羅門及

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妥佛學於我，而其
學至今無二龜能出我範盟者。雖有真京、民運宗，為復研自創，然
真京不過掙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真能有甚深微妙，

晶晶咒哉!我中齒不受外學則曰，苟安矣，則必能發揮光大，高自情辨護法，十二三世紀而有放賢智光，其可稱真佛教者，不過此五
現一種特色。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儕學，乃中觀之
百年問耳。自玄換回遊，編艘戒智諾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
心傅，盡歸於中國，自說已往，印度教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敬，
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妞，自相攻擒，佛徒不支，乃思調和
，浸假採用婆羅門教競念密咒，行加持開教，一兀氣錯誠以蠱，至十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大

梁

a于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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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跡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盛於歐商諾閣。釋寧生於印度佛
，教一個成者，其稱天主，或部韋結論所謂梵天大自在天;其日7
永生
而印度干餘年來無佛教，佛教乃盛於亞束語圈，豈不悲哉?豈不異 部儕教所謂涅槃;其餘天章地獄之論，禮拜祈禱之式，無一不與小
哉?佛誠度也，數百年悶，一立印所傅，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 乘法相顫。古代希臘挨及猶太印度饒有交通，如希臘大哲億黎，史
家亦謂其且寄至印度，宗教家一盲流入猶太亦非奇事。但未得確接不敢
分裂，上座大眾，各鳴異見，別為二十部。至五世紀(凡世紀皆以
佛誠後計，下仿此)，外道繁興，大法不絕如縷 0至六世紀末而有
斷雷耳〉 o雖然，彼其所傅，皆小乘耳(日本佛學以中盟為母，不
馬鳴，七世純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著世親，十一世紀前有 在此論)。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諸人中，由巴甜甜集矢，

一、自唐以後，印度無辦學，其傳皆在中盟基督生於猶太

••

、

...... .•.....•..........

、

此叉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悅耳詣，之，十京之中，惟律京、法相京、真
謂大乘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觀者，無
訴、淨土宗，瞥盛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關所產物也。試更為一
T
E
不貧樂偏義，謗毀圓乘，部如今日普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申
聞
其於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獨我中盟雖魏晉表
以示
前之﹒.
印度有而不盛 ji-- 中國擺盛
、俱舍京
，象法預芽未達精蘊。追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景從之一一家一齊
印度創立而未行 -ji--中國極盛
興，別傳餾起。精庸之交，小乘影遊幾全絕矣。窩嘗論之，京敢者二、成實京
中國次接
一一、律宗 印度極盛 ji-亦循進化之公倒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君一智義卑下，不得一不
中國亦極盛
印度極接
歡之以福樂，憶之禍災，故雖權法得行駕;及文明稍遲，人漸織自四、法相京
中菌種盛
m論
i自
-印
-度
-有而不盛
立之本性，斷依顧之強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為解脫主義，由利己 五、一一一
中觀特劉極盛
印度無 ji-主義而變為愛他主義，蛇實法之所以龍施也!中國人之獨安大乘， 六、華嚴宗
賞中國關民文明程度高於發等數級之證胡也。此其特色之二也。 七、天審一申訴 印度無 -ji--ji-- 中國特創極盛
中國甚徵‘
印度極盛
一一一、中國之諾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瞌餘者試 八、真言宗
中國次盛
印度極盛
以第一一一節所列十京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九
之、掙土京
中國特創極盛
印度無
耳，未嘗確然立一京名也;其宗派之成，賞自中國。成實京則由訶 十、禪宗
夫
梨跋摩以後，盤一國故害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中國。一一一論
眾我
在輯之最有功倍略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敢下一一一家之
印，其傳雖稍康，然亦不如中齒。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法
沈租
沒，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其餘則皆支葉附庸前已。而此固
於若明若味之鐵(擴音儕誠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派
嚴者，權其一曾盛於天笠，其一一一皆創自支那也。我支那人也
印之
度惟小乘時代有派
經於海龍宮，是為本經流通之始。此等神秘之說，雖不足深信上
，之
雖位罷，其親印度古德何如哉?喝瞥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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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一則
期馬鳴也(
華嚴不顯於印度，自可想見矣〉 o前京門更何有焉?在彼惟有門大 別，而大乘時代無派別。大乘之興，凡為一
第一一一期則無著者世親
o
『十地 h甫論，推鶴斯義，餘無所塾，故依華嚴以立敬， 六世紀〉 o第一一期期龍樹提婆也〈七世紀〉
b義
眾..思
賞自杜臘、賢賞、清涼、去學之徒始也，雖謂華嚴京為中圓首創骷
焉〈九世紀)。皆本師相傳，一毫無異論，略似漢初伏生、申
可也。文如釋京，雖去西土有二十八扭，但潛之叉臂，舍前觀與蒼
後等之經學。及其末流，護法情辨，靜空有於依飽之土;或賢
，論相性於屠舌之間;壁壘稍新，門戶始立，而法輸已轉福東
真
-郎
E矣
觀相印接之一到那蟹，無能知其淵源，其真鶴聞不易辨。

...... .•.......... .....• .....•

蓋不大
，而印度千餘年閣會此二十八人外，一史無一禪宗，可斷言也。
宵乘教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者，當不
惟是，後祖妥餘，前祖隨卸入誠。然則千餘年憫，不許同時有而
兩於
人我。此非吾之詩一百也，殆亦古德之所向許也。此其特色
四則
、中國之儕學以宗教福兼有哲學之長中圈人混倍宗教之
解禪宗正法者，叉可斬首。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駕可也。然
佛敢有六祖而始有禪祟，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心
。，
若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辜人，焉能事見?未知生，焉知死?
夫丟盡一一一一昧，立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前無所考，子
勞墨
無子
所謂
愛程
，子曰:一借以天為不明，以見為不神(見墨子公孟篇

••

鐘棟湘

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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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呵成就。
華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喪。佛耶南京，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 ，始一叫‘依口訣修習緩P，
九月十一日，土，均傳授，曰衣視主用法頂，以視發音與漢人結球
民大廳，耶民不能大盛者個由?耶教權以迷信為主，其哲學淺薄，
最漾，故常悶「家萃，如是玩世忌日」之說，﹒抗美能誠心誠意希求，必
不足以塵中國古君子之心也;佛教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大方面，其
得
相
應
;晶晶我再傳普己金則法及小寶，泊在氣等。
十月一日下令，土師前往妾南主持布遞及關示法矣，隨筱於
證道之究竟也在覺倍(覺悟者，正迷信之反對也)。其入道之法門
也在智慧〈耶教以為人之智力極有限，不能與全知全能之造化主比 塊土，毛將在高雄 tT縫h，妥日上令，即趕往也骨干中布踐，采弟子抽悶戚與合。
十月九日，台從家 Af
黃a
油呵成到上，師很久沒布在妾先傳法，故
)。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耶教日事祈禱，所謂惜他力啦〉o佛
聯合起永遠請上，師傅技合別亥母及金剛這遴二級品恤，上均為了
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悶棍者也。中國人權不蔽於迷信也，故所 滿，一家人之廠，亦賜與環頂。
具
十月十日，止，即專誠為弟子問示
u 有巴金別的關法，凡四個半
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
小時，參加者計有楊君…略、 Z
一L根兒、張世間由、月祭﹒河源、球泰民、珠
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者也。中聞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
光
炳
等
六人。
，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究窮之春葦少焉。英儒斯賓霉
密家紅毅等為已是傳之拋幹﹒法，乃為一個甚深珠勝之法，行者
命組時時，可直接拉生，無量光利，丸，隨其顯力，采願再﹒永庭生或在
，當分哲學為可思議與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棄之哲學，則於雕
韓桑世界與、諸干一日最令人向來一處，絡站情修持，乃至成佛。此法比較遠
於其可思議者，而乏於其不可思議者啦。自佛學入震且，與之相備
A 口年長者修持，扇寫成無暇繼緣修長時期之報身法，但又畏精過苦
戶
，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真難，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時唐聞語古德，為了要有依險，行者祇姜子時熱血間，一回一命終時，他把第八識向
無扭W
扭
A條心中，才土'，即拖拉峰一根接利止。錄象吟吟霧波車開示，修
光
之路也。此其特色由也。
;-PA師有鑑於此，
持此法，蒜頭、修到梵文布，劫之現象，始可稍停
規定受法者必須出席同修十四迢，練習純終役，始可自行兩家修習。
妥扎扎弟子了，如 于師將於明年四月發居受中島建之房子，故再
三再四的請求上，師傅授拋幹法，終安排役，決定於十月十六日傳
法，參加者計有林崇安、錢祿湘、泰彩輝、正昌一齡、球祥
授
u 、張由中
賞我、登山精美、為辣、發 y姜
m 、林哲舟、球光炳、林銘銘、泰作品零
、高志中、五拉特元、葵信海、楊育芳、何雪霞、楊激賓、察作品研、
本年八月二十日，上師是妥南弟子之請求，前往妾南開示佛
部錚平、品等正一、旅英勛、堂前動蓄、球比錦德、郭庭奈、王維漲、黃
法，二十一日，即為針，弟子傳授田皈依咒及十善，隨後為前已念滿四
山剖常識、周志虎、拳之泉、謝順‘民、黃震d
晶
計
y
晶
三位
十二人。
日政依咒二為這之弟子傳授這箏在一久，冉冉按頂及開示修行儀軌，受濯者
計六十多人。是目中午旋，即趕尸狂妄中金則采學 A詢f問示普巳 AZ
削闖關
法，受法才發願於一年內實行的關二十一天;勞願者計布玉令祿、
贅，來坤、球光華等立一人。
九月十日，土旬，即前往妾，中金則采學會為泉，弟子關示松久定

會

法

許L

，此法詳丸「大采要進密集」'但行﹒者品借用、獲得有傳永之上一師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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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帆紅教」 「淇、土禪崇」

篩

釋混世寧在雪山苦行六年，於夜說明星大徹大悟之後，興大悲
掙士所說之難行苦行修持方法。』(中略〉
原審閱當處略說
心，發願度脫一切眾生。以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乃廣演八萬四千
『諸儕智慧，眾生本兵，若無胡情掙，當鐘
法門。像醫王出世，以人們病苦有八萬間干症候，不能不廣用八萬 證得。若無執甘肅，當體成佛。恆此一下不覺，即是無間，起自鮑執
四千藥車。故佛之盟機說法，法無高低;醫之對症下藥，喘闊無貴賤 ，部成眾生，輸迴六道。此為位教特兵之見。h 〈中略〉
原書澈卸〈漠譯立斷)之法，他說:吋只在一切法之顯現中，
。(中略〉
於當體明虫不二之剎那上，無修無罷，無散亂定住，明明了了，覺
筆者自解光影門頭作括計，醬、深思其會金剛經說吋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是極成的「單一百量」'故隨級自安一，錢而不擒，照
於認識，認識這個就是自己本心，勿令問斷即是，過去諾佛也是得
佛教各宗，從無軒輕之見。自者摯交中有提禪難把捉'不如密京可 見此本性而成佛，除此之外，再無殊勝之法可修，若錯失了還剩那，
以接階而升之膀，以署今日出竅，且戰前曾愛諾那呼圖克圖權頂' 第一一剎那起了執著，就是妄念誠心。若依妄念去修澈甜，猶蒸砂成
，因以西藏紅敬的『大園勝慧澈卻脫噶全h
書
見示，盛意殷勤，至
飯!終不可得。是故我人於此剎那上，不想過去，不計未來，不著
堪赫感，國提要鉤玄，拈出管兒，略如下文
現在，明明白白認識此明空不二之體性，就是吾人本心，能昕一鐘
原寄一說:『「澈卸」「脫噶」一一法，係由原始普賢玉如來證得，無過去現在未來，無束甫西北上下長鐘之分，﹒盤山血肉賣赤白之色，
本兵五智立體性，顯現五方佛，傳金剛鐘韓為心印，遍傳蘊蓄金師 猶如虛空，一切法就在這空體上任選顯現，能顯是這個，所顯也是這
(嘎拉多傑)，遞傳妙法車間，喵砌磚希立省(漢人)，遍傅住擺放個
札，郎一告人的自心。一切法均是問一體性，內蹺踢了證得，外境也
，遞傳授媽拉別扎，還傳蓮花生大士，蓮祖遠結普賢玉如來，將顯 同時明白設得，既謂一點水兵濕性，一切水皆兵濕性，如到金洲一
密分為九乘，外一一一乘，內一一一乘，內密又分立了共九乘。外一一
切一
皆乘
盒為
，聲
凡所顯現，皆是自明白顯，當下解脫，解脫二字，亦是骰
閱緣覺，內為菩薩，郎普賢玉如來，度滿一切世界之應化身研說之 名，當體認識，是名「澈卸」與「大手印」相同。無修之修，乃最

與

••

••

四諦，十二國艙，六度等等屬之，內三乘分尖雅罵自瑜伽'及作密 妹勝之修。一切煩惱，於自顯自解脫上，棍本清掙。(筆者按
此
，行醬，瑜伽密之一一一部密法，為普賢玉如來之報身金剛當撞在奧胡 澈姆修法，與此土禪宗古德昕一苔，間一鼻孔氣息，所云無修之修，

••

••

QU

「一

書海雪筠師兒，以兄輯學淵深，談鋒蓋健;曙談之下，知曾皈依
與大珠和尚「以軍竟修為修」相同0位教路法，斯為其最 o 〉
厲害脫噶(漢譯頓超)之法，他說:『以本覺智慧，能依自體 諾那呼聞克闊，彼此同門，尤覺親切。若論在虛盤問者和尚臨下，
，以是之故，虛妄凡夫血肉之鐘，及幻化不掙之則兄更為先進，既辯才之無碟，禪理尤為湛深，大有相逢恨晚之
光明現量真實顯現 0
境，均於本覺智光土而得解脫。心與本覺光明，原是不一一。然慨
心。
讀於
勝義的智慧氣臉上依靠，始能由妄歸真。心如無足之人，氣如無眠 光陰在幕，使氣既息，剩飯旋張。雖地居潰，叉得聚苦，談空
之焉，心依氣荐，氣從心使，氣住於肺，有主要脈管及支脈管散布說法，抵掌談心，樂數展夕。不久，知日出家現大丈夫身，法名融
全身，故心想何處，郎氣違何處。過於六根，那根塵分別而聽惱生 照;自維具縛丸夫，無緣放下，偉羨而已。
，故有生死輸油。只讀此心能契合勝義智慧之氣服上修而得解脫。
旋閱弘利南洋，乃約草友數人，祖錢於東方小抵圈，席間有某

法界本兵六光 一肉關心光，部氣妝是。一一白棠眼光，由肉鷗心經 鉅公，大雷炎炎，知見非常不正;兄作獅子吭，力斥其非，正義讓
商耳後遇之路。一一一遠道水光?部能遠見之虛空。四界清掙光，部
然晴
，至今滴露盤在耳也。
制後，雖常有「葛藤集」、「無相聽講話」等見贈，得聆法益
空之境。五明點空光，即界清掙光中所顯。六本覺智光，郎性光。
行人於界清淨光中，顯明點空光，部五智光明體，五色缸光顯現，
，快如睹一百。從此一音訊漸疏，且閱巴往生，千里故人，徒勞懷想。
如投石水中盟被;再見明點空光如波狀馬尾串珠之金剛練，及現金
去年按遊星測馬來亞，道次檳坡，陳子志仁，前來求法;詢知

劉鈍之

九熙熙師兄

與觀本大師兄，間為港澳僑罷，互相穩熟;持在甫華寺盛彈，說

因憶四十餘年前，親待處曇老和街，得京開示，常賜提撕。

，當能郎身成辦啦。

當然唯上棍和器，始能學禪宗，鏡之一介蟲豪，但覺學習密法
有階可循，有條不紊，領序漸進，按步就班。嚴守成律，不捨精遲

是道也。

錄其密法部份，以為密法行人之參致。於以知慧業文人，說得頭頭

剛龍鐘，.五方佛像及五方佛剎士，乃至無量剎土，編露空界，皆間 為故人之入這弟子，而於別後及示寂前情況，能得其詳 0余有文述
滿無餘 oh 〈筆者按 此殆密教捨妾歸真的本色之法。吾人以不二
及「旅遊星路之一一一寶意外收穫」，此殆指僧寶別後訊息也。
閻見君來，郎身成佛，信有可能，何以故?一切唯心故。色即是空
近復讀「融熙法師攬著」內有「西藏位教與漢土禪宗」一文。
故。一一一身一身故。離妄無晨，全真是妄，真妄一如，非二法故。〉以兄於密法介紹，亦能道其詐，當然丈內詳述禪宗之躲膀，西節
〈下略〉

式所佩服禪索大徒

••

,

ψ一
、

師兄持者按巡堂，乃諦賞以吞棍，他聽罷不敢。乃龍蛇為不屑教訓
間十餘年前，東密〈瑜伽盤)阿闊黎黎乙真法帥，為應眾蔽，
乎?他曰:如此，則照打香板矣。從他看蚊竄下，擇一一連
一
有一一
o故
於廣州市之六榕寺，組設解行精舍，隨侍前往。邂逅廣東佛教會自
認知之明，「乃鈍根人也」。

J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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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先師融聽上入

“

弘誰當摸

可K

..

陳

世心

師俗姓祖啊，諱漠，字雪筠'粵之番禹人。單歲有文名，輯學湛
阿彌陀經七日，給素皈依者，几二百餘 0歲抄應眾弟子敦諦，移錫
深。讀先秦諸于學說，尤服膺老旺，窮研荷深入其堂與 o民國初年
吉隆坡，講金剛經、六祖糧經、心經、四十二章經等。聽者歎為得
未曾有，皈依者增至一一一百人。遂創立馬來亞佛學社以為弘法利生之
鞏固十餘年，解行特深。一以弘揚儕法真理為頓。任廣東佛教會義
祕。叉念宋法持期，利根難得，乃以轉掙雙修，教其徒眾，以求漸
番十餘年，在六榕寺組護法委員會，叉在大儕寺創立廣州儕教閱經入。由持厭後，大教頗有重興之兆，而各方間法書館，紛至送來。師
吐，主持佛學座談會，辯才無礙，人莫能屈，發揚丈宇般+右，有
逢善
間必覆，直至深夜未嘗或息。星期日則講髓，如是三載，化緣巳
知識之稱。廣州知名之士，因而較儕者甚漿。抗戰期間，于役粵北
壺
4 ，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七日晨，鑫爾示寂。按箭一蹺，尚覆億多
，獲親近虛雲老和尚。一夕進叩?求老人開示，雲公喝曰:「汝根
封，鶴弟子等加印香港影印之大股若經，誰料哲人竟去，雄獅罷乳
性猛利，胡作此語，何不在念頭未起龍猛著精影豈不省事」
o師問
乎?各地給黨及諸弟子聞之，戚深惋悼，法界同悲。及在蓮林寺荼
識恍然，如霜鐘破蹺，春夢無痕。
耽，也是淵道榮禪院閱修老法師舉火，剎那間火光熊鵝，待遇天兩
γ後
一九五一年，避赤禍晦南下春江，讀辦園一
且以
閏款月
組刊
孺
節然，愉似楊校甘露，惟只眼於蓮林掙院中，山門之外，晴天依舊
悴，慨乎古調獨彈，和者殊鮮，然其弘法讓願未嘗稍懈。某日跌些
，眾皆嘖嘖稱異，嘆為希有。
禪床，忽聞 「海、法南移，黨化勿懈」八芋，啟自視之，闊無一人
，因復入室，叉開此一一語，如是春一二，聲音清晰。翠晨舉雲公手議師世籌七十有一，還著有葛籐集、續葛籐集、百輪經選講，佛
，黨內竟有「道法南移，黨化勿懈」八字。所謂感應道交撤?師教
因與禪宗及六祖增經無相聽講話等。俱極精湛。若寫籐集中 現代
往生掙土觀、聽湛愚心燈鋒、諭燈花舍利、與樂恩居士論莊子等，
思己之緣法在南，乃興南遲，之念。旋國一窩於星測李俊京居士，卒
讀
-古
z德「丈夫自有神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
函概一肩護法之任。既到星測，大覺寺寺監志航法師，雄o師
講駐錫皆且一一口人之所未言。
A 心師在世之日，余時住進誨，叩開法耍
金悶澀、六蘊壇經及心經等;妙語如珠，有若水銀瀉地，聽聽皆齒o先師當之，端為不愧。猶中
。聽者皆大歡喜。部席皈依者百餘人。師指度生弘頤，講雖說法。
，殷殷以禪那相勉。惜余根鈍一瞄簿，未能悟入。曾幾何時，節日圓
寂廿四年，余亦為衣食故，懸壺檳嶼，大事未明，念及此，問憶先

,

••

一九五五年四月，遊吉隆坡，嘗聽眾所攏，在大漢山觀師
音教
寺誨
講愛護之惰，一耳目容如昨'撫今追昔，能無興感乎。

遇有所諦，無遠弗屆。艱苦不辭。

••

一位一

.'、

f泉、法師法.厚又指

,9

址是主建新程學佛亞來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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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馬競 P得三寶之

持股韓

,.‘

說

之

o

國念此地久

(花教〉'均已設立中心。而賽瑪巴(紅教)，以吾師敦珠筆投
車法玉，弘法歐美，已極繁忙，尚無弘化南洋之計劃
深神往，不如且作旅遊'藉供致察。

甄蠶林、鍾九、許來成、楊志和、陳裕一禍、江亞清、陳園林、鄭古
春、能賣忠、陳九、陳貴龍、餌宣嶸及顏明迪等二十五人。
其在馬來藺草之橫娥，仍傅蓮師權頂，受法者為陳志仁、林志
忠、聽訊流、鄭俊美、陳樹濤、林靖淵、陳植器、劉賓鈞、葉文意

星嘉坡與馬來屆亞爾地，與香港相距甚近，自瞬朝一一一保太監下 傳授西藏密京七支靜坐法，從學者各有數千人，得益者亦各以百計
;但此次南游，以每地聽准居留南農期，時間想促，無法舉辦;故
話洋〈當時稱為西洋，及與眩目通航以後，故稱甫撐。〉以來，我
於教材及示範工具，未有攜髓。追第一站揖古隆坡時，仍欲俟機傳
關人旅僑此二地者，不在少數。國人克勤克蝕，更能吃苦耐勞，安
居樂業，繁衍其子聽者園，多，而致巨富者，亦指不時屈。某地四時 授，廣結法緣。乃以畏途電話，動香港金剛乘學會，創將教材工具
是夏，春款之天氣已少，更不知有既謂隆冬，此其研以為熱帶也。
等，用航空郵蘊寄來，久前未達。及最後抵是嘉坡，已找得場地，
尤其說者，吞播台灣兩地，每年夏季，多有鼠器，當端謂為颱風。 e正接普傳;誼當事者認為此乃無上密乘最高之法，非經權頂不可傳
倘逢肆虐之風蹺，當其大發雌戚，不獨大樹斯拔，甚焉者，房鹿為
，否則不惜場地。當以誠為訪問法，飽經吾師恩准公閱普授，以為
攘，道路填鑫;是馬不閱颱風之名，滋可樂也。近數十年來，大陸 攝妥之方，仍未得允;途抵與相熟者七人，室內講習而日，法緣之
同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痛苦萬狀。此地並無政治干擾，稱之為 懼，一至於此。
人聞樂土，世外掛瓣，誰日本宜。
足跡所斐，有求權頂傳法者，年來已定，必讀先受皈依，念滿四
余以在食奔走，居處不邊，中原變色以遲，居潰待諧，舌耕餾﹒ 皈依田二萬遍，蔣經考該，求法是否虔誠;復需遵守「發菩提心，
口。六十歲遲休前後，稍兒女之諦，前往美和堅及加拿大繭園，尋
正見正知，嚴守斌律，精進修持」之四原則，始行接與 o及抵馬來
找樂邦，以大不易歸，廢然而返。乃近在咫尺之是馬，竟未問津。
西亞之太平鎮，還有虔誠求法者，因念如讀念瞞自皈依現二萬鐘，
近十年來，以學西藏文字故，留厝台灣，並在台北、台中、高
即曠日持久，與唐留日期不相容，乃筋遵守間原則，師傅以建華生
雄，分設金剛乘學會者一一一會。故於台港，摸摸往遷，已非一目。臨 大土權頃，計受法者為邱寶光、余星宮、陳亞南、潛德榮、蘇亞山
顧是馬，華僑既多，辦教相當發展;見聞噶朱巴〈自教〉、薩迦巴
、山
(崇
1閥、曾愛莉、林舉玉、黃即成、馬飼智、王秀姿、陳金宙間、

劉

‘...

古人有一E 「竿木隨身，進場作戲」。年來於台港商站，免費
••

一鈞一

、蔡抽馨、林添龍、葉當漠、張金應、詹觀聽〈及黃法良等十五人。
及至星嘉坡權頂如昨'受法者則為會錫漠、司徒德亮、林律懦
、辜識光、李明及許視安等六人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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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隸之僅如此，鹿區之意，欲將轉瑪巴法耍，弘播南洋;乃力
的組諸弟子除嚴守阻原則外，必讀修本意法滿五百壇，誦現二十萬遍
，於種子字及現翰，放光收光，上供下施，能勝解而媚熟，且讀修

••

j

習個加行，如虔誠再求深造者，則將於來年之九月，童一游莓地，為
傳二級灌頂。國緣如何?惟有期待。
但於一一一寶卻均有意外之殊勝收穫'真可紀也。
鏡之修持密法，祖師蓬車生大士，得釋學授記，彼

.",.

記傳巴瑪需藏西

先說佛寶

誠度後，蓮師以報身佛誕生，傳援部身成儕之法，此遂有第二佛之
稱。唯所傳無上也叫法法耍，以未得其人，藏之於嚴痺，白山神護法
代為保存，後世之五(韓者，頂聽取出，而得傳承，謂0
之
部巖
現傳
社師徒，亦復口耳相傳，對并非常聽祕;故非本派弟子，無法得知
，藏漢學者眼中，一部分人對之，竟有寂致無聞之感。西藏學者多
羅那他牢者，及我漠之法意法師等，就是如此見解。若呂激之商議
佛舉原論更-r「後世為之史傳者
於蓮筆生學說傳京，反無著
錄.，叉車華生自身，亦無、著書一衰見。
或者以為西聽密乘，郎始
......

。

傳於蓮華生，此說難倍。」(見一一商務版
第)
二常欲找尋歷史之
-頁
3
有紀錄者，以補克立，免學者先入為主。闊步羅那他奪者，另有講
瑪巴睦史專著，多方訪購，均付缺如。數年前，赴日本列席世界佛
教聯誼會之便，分在東京及京都訪之，都無覓處，殊巖然也。及至
太平鎮，遇邱子寶光，本不識藏文，而心有所好，家藏藏才〈學本頗

......

多，持以相擂，因抵取其一本以歸，書名為 「密績暮鴉巴上師傅

1

,"

••

..

黨與隨從者俱之希有傳記梅卷土」真研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
全不贊功夫。」此為於飾寶〈史傳〉之意外投穫也，其驚世一且間為何如
耶

•

次說法寶 近數年來，台灣佛教團體，及出版者，叭朋紛印行大
聽紹，繼而後藏、蠶議，紛至越來，接二連三，歎觀止矣。但無論
何種，均用抽陰影印，字更小於繩頭。由維莖七之年，老跟漸花，

閱讀非常費力。因念所有其意樂、得喂滿，而讀藏經者，已非精壯
少年，當然對此小字，感到煩惱。問香港大興山之寶華寺，混得龍

‘
F

後談僧寶 四十餘年前，皈依虛雲老和俏，蒙援著聽潰，賜
名寬一輯部，字儕定。其後參加抗戰，籌筆戒軒，位軍軍簡任陸
祕番，駐地密適南華，假日常軍服整然，親近京事;蠶公常喜領
軍參觀環寺重修工程，僧服飄然，經步前進;余則膛乎其後，
亦趣，氣喘汗流，誠然自愧。乃請長侍鹿下，公曰:勿
5 急，他
萬亦為弘法致力，但非禪宗，且今非其時也。間而懊喪久之。過
後復員，得遇湯零筠兄嘆，彼為黨合入室弟子，時得法益。及後

••

外收穫'盡一間可知也。

彼此進難香港，且出家名融熙法帥，常與往遲，余觀之有如孔門弟
子之棍子賞妥。齣彼弘利甫祥，初時有商件往遲，書集相贈;不久
前一音書斷紹，繼且謂日往生;雖未得故人入夢，亦
甚
至相憶也
o及
馬來西亞之檳誠，遇陳子志仁，為彼之入室弟子，知其由是一淵而至
馬來西亞，組佛學社，廣轉
m學，大農京風，使握馬儕教界中，放
一具影。另見本期拙著「我研佩服禪宗大德.融無師兄」于文，
不後贅。然得膽既遺法相，及所創立飾學社閣丹，此為於僧寶之意

一鈞一

明. .

藏。龍藏者為滿清以皇帝之力，結集市成，不獨字大，而蘇勝在嚴
，得未曾有，極欲拜觀，孺閻悼都不兵，長呼負負間巴。及揖馬來西
亞之檳城(即檳擲嶼〉'彼中之極樂寺，已有數百年歷史，巍蟲輪
換，古色古香 o藏經樓中，供舉龍藏全部，係於昔年，奉清朝皇帝
所頒贈者。弟子中有與寺僧聽熟，得與拜觀，見其裝璜華貴，供奉
菇嚴，分頭頂撞觀誼，歎觀庄矣。鹿區私願'海外能償，此為法寶
之意外收穫'喜可知矣。

龍門寺樂極誠檳

藏龍聽膽

••

「大幻化網導引法」研習課程

林崇安

研習課程說明。

「金剛乘全集」

前

」。

一一、問答:

一九七五〉

L獻間里連之三十七支供為何?
扎上師相應法中，運節之莊嚴各有何表義?

瓶灌〈九六
第一一一課

l

(註 見八六、八七頁〉

一、提要 本課為金剛豔捶之觀灌導引，並含甚深勝義精華儀軌，
及附屬之度亡略軌、火供。最後，以蓮花大蓄意者朋避

••

••

二、問答:

之靜龍生起略軌總結。
L何謂三三摩地?

么寂靜意四十二月蹲在爐城之位置如何安排?
••

二五五頁)
l八
第五課 密權之正行 h二一一一
一、提要 本課以脹、氣、拙失之修法引導為主。唯讀灌頂後方可
修。

ι何謂缸大?自大?

可恥何謂根本氣?支分氣?業氣?智慧氣?

-r 何謂四輸、五輪?

一百二十左脈?

L何謂中脹、一一一脈、五脹、八脈、主要二十四脹、一二十二

•• ••

本書由教珠饗法車開示，劉銳之上師譯出，內容由初權空間 正忿怒零五十九零在禮城之位置如何安排?
第將
四課 密權之根本(一九八 l 二一一一八頁〉
權，將金剛薩唾靜念本學之儀軌、注疏、導引插一甘攝集成一部，並

九五頁)

po

nd

••

一貴
、提要 本課以紙、氣、點之性相引導為主。
教傳與巖傳之生國次第口訣，熔於一爐會為往昔所未見，最儷學
。閱讀時，可先讀前面科判窗衰，則脈絡一覽無餘。唯儀軌之修一
持一、開答

，讀經灌頂而後始可依之舉行。
能成熟之權頂(一頁 i 十四頁〉
第一謀

一、提要 本課先介紹權頂與一一一昧耶裁。

二、問答:
L外相壇誠與智慧壇誠，有何不同?

1 故由權，各證得何種果?

i

呵呵山金剛上師有幾種類別?金剛弟兄亦有幾種類別?
ι 何謂非機不說。.

第 一 一 課 間加行(一四頁

上師瑜伽常修法，此處一併研讀書箭之「上前降生傳記

二、問答:
L何謂七支坐?

。恥何謂九出濁氣?金悶氣?寶瓶氣?剛猛氣?中住氣?

F

一、提要 本課為四加行之總整理，分共同加行與不共加行。並附

.-

••

••

••

••

••

••

正 何 謂 拙 ， 火 。.

二間頁)比較整理而成，對大手印之命名、分類、傳承、棍、道

l

'‘

主。

二、間答
L何謂八喻?Z何謂清掙幻身?1何謂夢幻?
ι何謂根光明?道光明?果光明 9.
1何謂現、增、得?
ι 何謂頗睦?

皆值得再一一一品味者。
iz一六頁
第一課 大手印之命名、分類、傳黨、地位(一

一、提要 本誤將大手印傲初步之介紹，另將大手印在密乘之位置
及與禪宗比較，並出其特位。
二、間答

L何謂大手印?

么空樂大手印與光明大手印有何差異?
正大手印與禪宗有何差異?

第二課 大手印之願文、根道泉、引導次第及四瑜伽(一一一
七 l 六軍頁)
一、提要 本課引入大手印之正文，將「自生金鷗」所誰之大手印

二、問答:

i

願艾先行示出，而後將棍、遊〈會見、修、行〉、果搗
露出來，而後再將大手印之修持方便於引導次第〈分加
行、正行、結歸一一一項)及四瑜伽中學要列出。

L試分析大手印願文中所舍之要義。

o
q試
L 比較伽臨支要內與觀故京大手印之引導次第之間真

第一一一課
大手印之臨行、修持時間、修身、覺安(六六

叭
n
.略
d述
. 阻瑜伽之內容。
一。一頁)

一、提要 本課進一步將大手印之黨踐及覺妥提出來研究。
一一一、問答:

…

- 27

第七課 智權與名詞權之加行(一O
一九
一 l 王一一七頁〉

及下等精準者各如何以證果。

一一
一七
一七一頁)
第八課 名詞潛之正行〈一一一i一
一、提要 本謀為本薄引法之最後一課，分述上等精進、中等精進
二、問答

L何謂且卻?何謂妥噶 9.
月，心臨死際、取中有際及取生有際各須如何修持以證果?

正如何往生自性化土?

「諸家大手印比較研究」研習課程

••

••

••

一、提要 本誤為智潛之簡略原理及第四級灌頂之加行引導。
一一、問答
L眾生如何入胎給生?
1名詞潛之三業加行為何?

貌可以一覽無餘。書後，並附有輯上師精選之大手印鐘篇多篇，亦

、果、引導、勝行、修身、覺安、通息、對治及道地等，有一貫之
一一
九頁)
第六謀 密權之女分(一一五五i 一O
分為
析與研究，將各家之精華熔於一爐，故研習本書，對大手印之
一、提要 本誤以幻化身、夢幻、光明、中有及頗陸之修法引導

兩‘

本書係劉銳之上師將歷代諾家對大手印之論述(見本書第一
O一

••

••

••

••

••

••

••

••

••

•• ••

••

••

Z何謂大手印靜慮八法。.九喻九法?
正何謂大手印之八鏡?九種光明?十一一一種法喻?一一一種法喻?

第七課:大手印導引顯明本體四瑜伽及大手印選集(一一間一

七|一一八六頁)
一、提要 本課為最末所附之大手印四瑜伽、八大手印及班禪、電
勒臼巴、黨噶法獅諾大師之大手印閉一涼。

L何謂勝行?了義海心要與大手印講義所說在開關上有無不開
。:

1大手印之修身與顯教之修身有無不同?
i直
一一O
一一
大手印之過患、對治、道地(一。一一

正大手印之覺受有那些?
第四謀

有，使修大手印者知所警惕，最後以大手印之道地結尾

前昔日

「大乘要道密集」研習課程

1 何謂「離執即體」?

L如何判知四瑜伽是否閣滿 9.
么試述八大手印中之克、修、行、果。

頁)
一、提要 本課將大手印之各種過患與對治詳細整理出來，應有最 二、開答

一一、問答:
L見、修(或定)、行、果之失道，各為何?-

1 何謂阻種失真?六種持道?
9.
心4如
n
.何破見、修、行、泉之執

••

••

••

一、提要

成。

月九解釋道果逐難記二。一

ι會藏問輯記文一一一九

••

l

i

l

i

l

二四0 頁

二OO 頁

一六一一具

一一一一二頁

九一一一一民

第二課:實修部之加行法(共約七一一一頁)

ι引上中下一一一撥儀八七
。

F

二、開答:
L何謂法及法性?心及心性?虛空白性?

心J'o:

F間
L 最記文一五八
l二
一四五頁)
第六諜 大乘要道大手印要門(一八一一
. 釋道果耳聞錯金剛旬記一七一
一、擺要 本謀為將大乘要道密集中有關大手印之重要部份編集而6解

1恆河大手印之見、修、行、果各為何?

O賀
L 住大手印與真正之大手印有何差別。-

L椎擊一一一要訣，為那主要?

師傅援。
二、問答

••.

••

••

第一課 理趣部〈共約一二六頁〉〈全集其次〉
L道果延蟬集一|一一一八頁
O 四 i 一一一直
么五據生遣一
-zi六五頁
乳五緣生道一六

本書於一兀代一鵑譯而成，內容甚康，合攝下一一一部法及無上部
四瑜伽如何與五道十地相配?
Ah
(，
一但不按深淺次第編排，故本醬後記附以陳偉民大德之重排次第
第五謀 椎擊一一歪扭訣、恆河大手印直講、大手印要雷權
，唯其頁次不閱於本全集之頁次，今乃仿之重整頁次，並由淺一叩
一一二|一八一頁)
研習。
本諜為本書之大手印附鋒部分之一，自貢噶法獅金剛以上

一 28 一

••

••
••

Q大
U 金剛乘修師觀門一一一!一三五其
間觀師要門一一一五
扎成就八十五師藤祝一一一一七
也修習自在密哩輯巴讚詞一一一。一
臼師承等處舉集一輪儀囚一一四
M無生上師出現感應功德記一一一二八
臼總釋教門聽祝法一一一六二
泊菩攪心戒-一一一一一一八
口金剛句說道時覺灌儀一五六
站攝受眾不紹授權記文九九|一
的授修習勸軌，元，九三
加上師二十五位滿托摸一一一
i
l

一二八頁
一一一二七頁

一一一六六頁

l 個二六一貝
一一一一一二頁

l

O 聞其

一五八頁

lz一四四京
i

l

一一二二支

九九頁

jt

O九

l

-TI-五
-頁
-O

倒閉﹒

‘

m十種真住一一一八五一貝

附雜法

‘卸車像內置總持略軌
詞時勝住法儀
位除魔寶瓶法
認截截蜍影法

l

l

E五
l-一
-五七頁
一一一
i八
t一六一直
一一一五

一六七 i 一六八頁
一六八 l 二〈九頁

第四謀

身中聞事相觀一一一一六
叩
ω

m座等略丈二二二|一三六頁

叫夢幻定八二頁

昀聽命法一四四

l

l

一一一四八頁

一一一五二頁

il

租一一一一貝
buOl

七五賞

ll

一個五頁

-一
A九l 一四四真
l 一四六頁
i 一五六一良
一五三頁

l

i

第六課 賞修部之一一一權所攝站(共約六八其〉
自依士口坪上樂輸方便智慧雙運道玄義替一一一九!五二頁
l 二九三頁
防大乘密藏現證本讀摩尼樹卷二間一
l 一四九其
訂閱印五種姓一四八

門的朋點觀一四六|一四八頁

八六頁

第五課 實修部之一一權所攝法(共約六二京〉+
l 八一一且
的十六種要儀七九
i 六八一鼠
也拙火定五二
0頁
的“九周拙火六八|七
Ol 八二頁
的制光踢足玄義八

l

實修部之初權所攝法(共約九頁〉
一一一一九頁

站本則配時要門一一一八五!一一一八六賞
泊服石要門一一一四五
訂燒施法一六五|一六姑頁

批大菩提塔接尺寸法乏自八

J

品幻身短玄義八一一
八一貝
一一
O 六 i 一O
創彌勒菩薩求惜 一 一 一
描抬風劑門
二九九頁
詔敬禮正覺如來修習要門一一九六
前對治禪血紅劑門七一工
二i九四頁
-i
泊五方棋真一百 二 九 一 一
心切除定障礙劑門七五|七九頁
i 二九六頁
川的擁護擅場真一百二九五
的辨死相〈一一一章)一
二O
五
OOl--站阿彌陀僻臨終 耍 一 一 一
切轉相臨終要門一四五
一一一一四頁
泊僑習自在擁護要門一一一一一一
但還識記三根四中有一五二
一一六頁
-fIl
訂俯習自在攝受記一一一
i 一一一一一一六頁的心邊聽所合法一四九
羽北俱盧淵菇囂儀一一一一一一四

約頁
五)
第一一一實
課 修部之下三部法并附雜法(共0

••

••

••

一鈞一

••

?于F←

l

四二九頁

四一五頁
詳讀。

門、大手印靜慮八法，相互對照有小出入。)
，石之第四課甚鐘，可與第五課用時研習，第七課篇大宇印法門
，大皆已收錢於「諾家大手印比較研究」之附錄中，可直接於該處

防護菩提要門一一一一一一七[一一一一一一八頁
質修部之間權所攝法(共約八。其〉
i

一六一一工具

第七課

的大手印四種收心四一間
的那彌真心四句要鬥四二八
l

，則為大手印修持時所更頑加強者。

第一一課 大手印正行之奢摩他(八六!一一一一六五〉

L大字印特別前行之國殼及主雖為何?
么大手印特別前行之嚴緣及等無問誰為何?

二、問答:

第一課 大手印之前行(一 i 八六頁)
一、提要 本課有共同前行，不共前行及特別前行一一一目。此中，前
一一目內容與以前各書相同，唯文句精簡扼要。特別前行也

「俱生契合深導了義海心要」研習課程

倪六要記丈二《一

i

i

四三四真

i 四O 二真
四二八真

ir一九九頁

位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敢要鬥一一一六七!一一一八五頁
l 一一一八九頁
郎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一一一八七
“大手印赤引定要們三八九
的大手印伽跎支要們一一一九九
的大手印鑫集心之義顯要們四二六
的金環路要門四一七
四一回頁

ll

四Oz良-

四一 0 頁

l 由一七頁
Oi 囚一一一民
囚一二頁
i

i
i

m何使心
別如
.一、揖要本課掰一那自身要及心要以入大手印定，並能持、能園、能增。

一一、問答

9.

L為何「身要」要如法?不如法有何過失?

且如何以調「心要」 9.
增
正如何使心未持令持?已持令固?巳固 AT

Oz-四O 四頁
四O 八五

而大手印九喻丸法要鬥四

l

間。五頁

大手印正行之昆鈴會都
lz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且
第一一一課
一、提要 本課以觀察心之體性，並以多項問答究明其性。
i

l

四O 七頁

-i
間i二一一一良

O四

O七

L心之體性為何?
內，心如何由勤點上觀察心性?

四O 六頁

O六

正如何也顯上觀察心性?

l

O 八!間。九五

"'

一一、開答:

••

••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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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閃閃大手印八鏡要門。四
行音樂為道要何一一一一一一二
認大手印十二種失道要鬥間。五
叩大事印除遣增鑫減損要鬥四
助大手印衛習行人九種留難由一一
的叫大手印湛定盤慧覺妥要門四
位大手印九種光明要門四

的大手印頓入真智一訣要鬥間一一一一
的大手印頓入要鬥囚一回頁
m心即要鬥囚一五
位大手印修習人九法四一
η大字印一一一種法喻間一一
口大宇印十一一一種法喻間。九
侃大手印靜慮八法閣。二

••

••

••

••

〈註 陳丈之一一一根四權法，及此處之新禪大手印不共義觀教要 ι何謂自解脫?何謂現一證法性?
••

••

同. .

叫

9.

二、問答:
L紋述專一、離戲、一味及無修瑜伽之差別 o
z現證果狀時，法身及色身之內容如何?
第六課 大手印俱生契合之義〈二五一 i 二丸。其〉
一、提要 本誤為本蓄所街之績議，對大手印與俱生契合之體性及
區別有精要之介紹。
二、﹒問答:
L何謂根大手印?道大手印?果大手印

1 路通大手印之見、修、行、果。
1敏述大手印與俱生契合之別。

本期搞擠，以下各專欄暫停

節錄印度儕教史之神過份
「西藏古代儕教史」提要口
民初聲明法師閱示錄的

品起，故叉觀成頂輸五十八位怒牢，加上喉輸持明十章和本滋
滋身誓一句意共一百一十一尊與念珠數目相同〈念珠一百零八路

詩顆加間子一一一聽郎成一百一
0'?一聽〉

為法
了表示極度忿怒的情況，
絲上師更慈悲聞

31 一

叭叭五種物質元素(地
五、
大水、火、風、空)，各菩薩則叭

呵呵、妒觀察智、成前作智、法界體性智〉，五方佛母別代表

器(貧、瞋、癡、慢、疑)轉成五智(大園鏡智、平等性智海

斜其實五方佛表五蘊〈色、愛、想、行、識)，由五毒制

的母等。這其質都是一種表示，在修行時應具勝解。斜

游子苗、老虎苗等)叉或成為「兮魯迦」〈飲血尋〉、抽跨

m(如獅議
滋闢豹皮裙、金身五骨手印〉外，更以動物表相 -現

"帽﹒屍陀林嚴飾(頭戴骷髏五佛短、真掛五十聽人頭念誅、腰滋

-

••

耐
嘿嘿前一路滋滋議結怨滋滋混混咀咕咕耐議議
恕"耐路滋滋滋詩滋滋海路海海 m

"情導引浩Lo"

叭叭。有關各種含義，大家可詳細參考金鷗乘全集「大

躇俱生本有的以及服氣、明點響，而只是於雌作一表示罷了呵

路可視為還比一一本質共有寂靜與恁怒兩面。所以這些本轉都是躊

認代表十二處及四時等。至於恁怒春期大多由寂靜尊轉成，路

••

••

••

恕，不離世聞」、赤據表「原始身」等。遠
制人的本質上就有寂靜與猛烈兩種性格。

m路
認認認認詩氓"唷撥撥路滋滋混混滋滋怨怨綠綠認錯混混路路 mm閉
第四課 增益與除障〈一八六}一二六頁)
向
失吋(上文接第招頁〉姆
→、提要 本課閱一亦在修大手印峙，鑽去五那念、學一一一盤問巧、觀
拉研瞭還個道理，我們對於不間儕像，壇城具有不闊的郝
逾及歧途並脫土耳嘿，及去除病陣、魔障、是障。
海形狀、嚴飾、色彰、姿勢等便會一魯木感到驚奇?它們都存品
二、問答:
海
有不闊的表義。這在密宗更是常見。比如許裝「N
方m
便」、
念
.
L如何去除境邪念、時茄念、體性邪念、自性邪念及慧邪9
叭叭鈴衰「智醬」、鐵刀表「斷煩惱」、髏器衰「證菩提」'斜
Z如何學一一一盤問巧?
斜五佛冠表「五佛智慧」、一開伸出一間後提表「不染世閻部
心.
何謂空性失於研知之體?失於印契?失於對治?失於道?各
4
月
明明 -m
過的。
以何方式選除?
9.撿
ι如何除禪修之歧論及度脫一一一
器、鎮定和從容，也會激動、猛厲和果訣，誰也不能否定任混
第草課 間瑜伽與現證果狀(一二七|二謊。頁)
混于方面。為了將此兩者掙你和弄輩，密宗並不把它們掠殺報
一、提要 大手印本不待道階行相，為頓漸根，乃安立四瑜伽並各
閃閃而是觀成身閱本有之本意。密宗認為馨的意念是由心的發斜
分一一一品。本課於各惜之覺愛與證悟，有搧要之敏述。 斜出，故觀成心輸四十二寂靜尊;而不馨的意念是由腦間

••

••

••

聽「靜您生起吟軌」閥示之
「表義」與「勝解」
黃教英

」代表完全等於，但且一瀟君下面等式

其實，在人類祖先過程中，抽象過程層出不窮;而事實上，科

學之文明亦是靠不斷的從現象中抽取概念，加以聲謹以致廣夜運用

。在回安近郊半坡出土的隔器上，上面的魚紋〈見聞)便顯示出抽
象之演遲，也代表了陶器本身製成的年代(見「為甚麼要學習數學
」一)。(下文轉第缸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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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問港，怨怨兩月，雖巴忙於講解「俱生契合了義海心要」，
由於我們的請求，一史慈悲地對「在深勝義精華」及「靜忿生起略軌
」農作開示，使我等問沐法恩o於闡述「靜您生起略軌」時，上
蹄，更指出最重要是具有路解。說如其中所說「自明顯現清掙慧，本
來具足應勝解」(見金剛乘全集「大幻化網導引法」)。
戲
我們所接觸的世聞法，其實都是一種「戲論」。所謂
「論」
1
、J
國靈以表示。且作舉
，就如上師之觀示，是想括了言語、丈-E
例:如置一個囡囡上加一模 這代表「不准駛入」;一枝香煙加一
還比一一都是一些表示。為甚麗還些
斜線，這便代表「不准吸煙 Ti-H

表示終究是表示一，而非真貫呢?讓我們從下醋的例子諜討一下。
在數學上，「
〕戶H
十HM

••

在面存著一一一個符號，而右面只有一個，我們又怎能說它們相等呢
ii 它們的值數、震量與體
?又比如兩個五角硬幣就未必等如一一圈
積均不相等。你若有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的經驗，使一定會贊成上
述的說法了。電話亭只接受一圓硬幣一悶不會接受兩個五角硬幣的。
1
、 2
大家君到，這麼嚴格的一個等號，其實也是一種表示，
、 3等也是一種符號，並非真實。在數學識知過程中，我們稱之為
「抽象」〈各位自泣的。口〉。從一個旗果，一張書桌等，我們抽象
出概念上的「 1 」 o若呆一個小學生見到「 1 」這個符號仍只能聯
想到蘋果，則便成了「以指為月」了。

--"、

變潰的紋魚上器胸坡半

i

'
,

••

/Jtβ

提啟安

'赤裸蝶的，活潑的工晶超的智慧，使自然生起。」叉六祖法賀禮
經所記嘉明追尋衣碎一案 「憲能曰:『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
餘，勿生一念，吾為敢說興。 h良久。蔥能曰:『不思苦，不思惡
••

驗靈 heE
歸時鑫雕

吋

一〉了 義 海 、 心 要

原文探討，所企墓曲。

本年六月悶，上輛自台悶誨，至七月底始赴台灣，留港兩餾月
，正與麼峙，那筒是朗上座本來面目。立思明霄下大悟」一跤，與
間，講經傳法之法會，編排得很密，筆者試就掰開、研忠、搞錯之 上文之閉一肘，可以對讀。
，略作介紹，然僅一鱗半爪，難道其全，讀者再向「金剛乘全集」 文譬如大手印口訣有一去 不修、不盤、不散剝削、不緣、不恩、

同. .

〈-C 亥母濯頂

住自然，與金剛經昕一EE路
-無
-既往而生其心。及六租車經昕一頁心
地無亂自性定。一一一者如出一‘轍，顯密雙融，禪密共遍，可以見啦。

••

••

，今次一暫且鈍，仍然每週一一一會，讀講下去。
六月初八日，上師傅授羅美玲、麥滑接向學金剛亥母施密灌頂
了義海心要的譯筆稍為晦澀，但造論者阿逸多法自在大師闡述
。美玲同學管受上師遙灌四臂觀音，滑展同學管為靜坐班之學員，
入徵'且徵引多位古德的訣喪心得，加以反軍申餌，韓若似靈接三
瑣者接觸密怯的放起各異。然而，皆初則敬信上師，樂聞密法，進
碎，實則一丹婆心，欲使讀者艇不從此處得解，則提彼處得解;且
而精進行持，參與佛事，密權法器，成熟次第，於甜可見乎。
讀者之根機，各有不闊，如是可使讀者各自趨入契機，彌足學靈。 權頂後，上前分甫次開示亥母儀軌。初會議援生起次第'次會
今將本書正行部份，在、觀的閱一肘，有足述者
議授聞滿次篇，並作修法示範。
正的身要為「身作崑盧選那七法」'心要則為「過去勿迫，未 或一去:學儕求覺悟，此乃心性中華，緣何要修習拙火，及臘、
來勿迎，現在心議，等鳳擺明照無分別上」;而觀則為「先觀賞氣
住、
心點。殊不知修持玄母，正是由氣跟方便道，趨入實證般若空盤。
體性」，然後數數「究、諒」，最後「抉擇踴空巴布指鬆示
置心於
密京有「心氣無一亡之說，且有「心調則氣詢，氣調則心調」
本然，赤朗諦觀鬆下之心之體性，不絕依﹒止無散為度之憶念，之
妄口
念訣。再者，密宗以為心、撓、身一一一者互相關連，出境生心，也
任現，勿作任何作意瑕捨整治，而於本茁諦觀。」
心顯境，心之與境，如鏡立與影，此自心與外境之不可分，而惡心
骰若空性，修誼之道，各派精神旨短，頗有共遇之處，試略舉
、黑業，則使諾脈斜錯，心氣不能自在。
一二。敦珠寧說車在「成就山法精華」一文中，曾聞「法
當過去
胡法有斷龍一一德，獸一分煩惱，證一分菩提，反之亦然，龍一

上師上次進禱，已講授了「俱生契合揉造吋了義誨心要」的商行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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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維停，止，而將來的思維未生，在道投空間中，不是有一種分
「菩
當提，斷了仿煩惱;故而對法理多證惜一卦，脈結則開解一分，
下」的感覺，一種清澈，。赤棵棵孺覺悟的本性出?現
-嗎
ji--故
-此
脈結多踴解一分，則多證悟了付，是以聞思與修持配合，較易飽入
意念最初生起峙，只讀加以往說 ji---不加以理會，則你會達到一
證地。諸脈的根本為中脈，解除中脈斜結之法在拙火升起，使氣易
個空無一物的境界，當此境界破壞時，一剎那時，一個錯越意識趨
的入中脈，氣入中脈，漸次抖聞所有脈結、行事心氣得自在，而現

••

密
乘噫
閱顯郎身成就自覺
.。
器樂、空不二，明空不二。顯盤不1二

周報身之法，由雌雨漸進撒?

信(及自在朱自在〉六種雄別。使如鏡如尺，大印行者可以依

定自己的證境，不宮是證悟道上的里程碑。

(五〉大手印願文
(一一一〉甚深勝義精華
上師在玄母灌頂後，績傳授金剛薩捶權頂，就傳授「金
大剛
手薩
印捶
願文為大寶法玉讓蔣多傑(曬瑪巴一一一世)所造。
常修提要」叉應黎目光向學研諦，傳授「大幻化網導引
「禪
甚兩位大寶法玉，至一兀六年，忽必烈姆封薩伽派
朝法
，」
骨之
間封
為大寶法王(一卅一竺〉，問期，噶居派的噶瑪巴斯(噶瑪巴
深勝義精華」及其關諜。

上師傅授「甚深勝義精華」前，先講授笠、悲、閻王
蒙摩
哥地
賜之
予修
黑帽(註二)，及永樂四年，永樂帝般對得銀協巴
證。深意存焉。寧瑪宗風，倒駕慈航，聲祖師慈悲，眷
弟〉子
田顧
五世
篇，
大先
寶法正(註一一口。\

開顯密法心翼，使弟子易於掌握、趣入。是故，弟子等應一大
方手面
印慶
願文包含發願、閩、思、修、根、道、果、見、行、
願文是偈聽體，每備
幸福緣，得關心簣，另一方面要切實舉行，先負師息。 諸端，巴將大手印要義，闡述殆遍(註四〉
o

o

觀察二才二執白解脫願證光明心體之質相

佛法重聽磯，故有權、實之說，無上密亦有瓶、密分
、說
智一
、端
名，
詞實乃成就者心海流出的悟境，張澄基博士譯筆謊
四權，以及外、肉、密、密密之說。「甚深勝義精華」
方段面
瓶
略一
舉數
，屬
以饗
請者。
權儲軌，行者讀持唯心兒修生起次第;另方面乃成就者一
關切
顯諸
果法
位為
方心所變現心本無心心之體性堂
便的儀點，雖屬生起次第，亦攝圓滿次第，雖屬修化身
堂，
而亦
無修
減報
無身
所本顯現願善觀察於體符定凡
一切碎布諸佛亦不寫一切非無輪涅汞林囡
、法身。
觀控、入定，肉身外器，一切皆空，是修法身;不持
捨這
悲特
韻順
，雙
於運中觀道願證離違心體之法性
自性空中，起如幻大悲，是修報身，繼布生起本意觀是修顯
化或
身。
是心空者亦是心明遠是心迷亂亦是心
故諸佛蹺龍潭槃，亦作種種示現、應化，輪禮不二，主
謂才
之是
無心
住滅渚亦是心願知一切增損皆由心
觀察於境尤心本丸境觀察於心心無體性空
濯槃

(四〉大手印導引顯明本體阻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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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諭」'惟以篇幅所限，不再一一緝及了。
詮釋:付見識族史耍。

。"川、叫，宮詔"。付出與

全文道盡心性法門(註五〉讀者不妨細味全文。
上師閃閃示「了義誨心要」'空道經行柏固瑜伽一跤，略而上
不師
說在港期餌，文曾傳授 普巴金剛閉鞠法，靜慰自生略軌，
蓮華生大士及護法權頂，文講授宗喀巴大士研緝的「菩提正道菩

，改傳甘授田大師所遍，貢噶浩儕所傳授的四瑜伽。

大
o乃
伽
四瑜伽為 專一瑜伽、離戲瑜伽、一味瑜伽及無修瑜

••

MHH"

口如前，另有從永樂帝賜受之說，見閏月
手印行者之證蠹層次，各叉分上、中、下一二口冊，分列朋擱，且
叉
各
吋a
仔且
Fm
wg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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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前，亦兒於閏月mw主書
設 見體性未見，力圓未園，于妄念上定顯未顯，生功梅未生，播 輯上師在「諸家大g字
印比較研究」一書中，對顧丈之介絡也。
關張糧基語，見佛學問講。
色身種未播(無修瑜伽則為科生事業成就未成就〉'俗諦上決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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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佳。

吋

黃文灘

根約六百人。北返後，因惦記替海弟子，隨即飛港。及東返之後， "上師弘法，異常重視或律，在斌律傳按國滿之後，再以身語意
於八月十四日，在台北第六次閱一本菩鹿戒。此際，請法者絡繹不斷之權頂，交付錦法。比如，在瓶權時，有關或律之傳授，依次第十
，計有請求普巴金剛閉關法，金剛薩捶除障法及小寶輝氣嚀。在 盤問斌，菩薩斌及容宗根本戒。至二故灌頂以上，更有增上戒律，一
台商亦有數十位新皈依弟子，力行遵照規定，一氣呵成癌滿目皈依
應圓滿俱傳。既傳或後，且要求在家誦斌，與按時到學會參加布聾
咒二萬遍後，等待龍往授予初權。因菩薩戒課程尚未講授完畢，分
。在濃頂時，於行將授戒之前，在獅子座上，猶在申布，若有不能
屑秋虎，乃以「一一一太」為由卻之。其奈華領翹首， 遵守規定者，此時仍可退出，及見眼前，一丹沈寂以待的在嚴氣氛
身為難 ， 且 AT
上師滿懷慈悲，復於二十日再度南下，以皈依及初權，攝妥弟子一 時，乃從容的，依次傳授斌法。
民d

箭在梅雨季節，上師於甫都，以西藏密京靜坐法及飯依接引揖阿 珠籠說車覆函稱

劉銳之上師風塵僕僕唯弘法

'‘
.甫自香港返悶，在九月十日，晚上，又復在台中講授指火定。

了儕法，以期實現「法幢遴豎」之授詣。

為弘揚辦法故，上師時在風塵僕僕中，不論西飛甫馳，總也為

百餘人;除障法與小寶瓶氣等，亦併於商都之行，全給滿臨。在
在開示戒律時，上都特別提醒弟子，必讀注意，對諸上飾，問
二十一日，上師由台南北上台中，當晚在敦珠精會，傳授普巴閉關攘的恭敬，不可有敬此輕彼之念以違犯或之咎，絲一需不涉派別與名
法。普巴法為西藏佛教賽瑪派巖傳法中最殊勝之一。此法賞屬高權 利恭敬之念，亦瞥以此故，力囑咱們參君菩鹿戒之理論，直湖宗喀
之法，但修持方便，較為傭單，最適宜於繁忙中，精進之盤問根者 田大師之菩提正道菩匯成論。且依戒論，將彌勒菩薩的他跨罪，與
。在回攝古代辦教史一聽一目中，當日以最大篇幅，介紹雌法之間緣虛
及空
功藏菩陸的違犯罪，共同攝集於金剛乘或本中，部梵網經菩薩潰
德。到二十八日，繼續在台北聞法菩薩潰。其後，上師叉去了香港
，也列為參致。其於或律求全之心，於藹可知。

qd

此拙失足，為成就報身，奠基之法，與宿、智權中，多有鷗係。望
蹄記 筆者鷗在本判時期，刊出「都銳之零者商都弘法散記」
日，傳授白衣觀音法後，一冉傳普巴法，合格審皆得請法。說到「白 一文後，承陳光萃，陳建夫一一位師兄路告稱，報導洪阿臨師兄之一
求觀督法」，上師以觀世音菩盟與中土關係為最觀切，當有「家段
家有誤。及返問細閱該如後，幸見鐘祿湖師兄，已為適時間接描正
觀世一再回」之露，乃馳壽請示，得寵瑪巴法玉之印可，初傳此法。
。儕
除對一一一位師兄表謝意外，對於見聞不廣，致行詞選女，未能恰如
像明顯之特色為站幸姿，身飾漢服，少女容貌，拈花徵笑現身。敦 其份之咎，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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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a1 ways peaceful and wrathful qualities inside a single person. No one
can ignore either of them. In order to purify and sublimate 泣， instead of suppressing it , Tantric Buddhist practitioners visualise them 部 dieties inside the body.
Sin.ce Tantric Buddhism considers good though扭扭 originated from the heart , so
42 epeaceful dieties would be visualised to be situated at the heart chak悶， and as
evil thoughts come from the brain , the head chakra is inhabited with 58 wrathful
dieties. In addition , there are 10 dieties in the throat chakra , together with the
“ prajna yid也n" (oneself). Hence , altogether, there are 111 rlieties , having the same
number as the beads in a mala (1 08 beads + 3 in between beads) under the Narag
Dong Trug tradition.
“

The Guru also revealed that，扭 order to symbolise extreme fierceness , besides
using wrathful ornaments (sku11 crown on top , 50 heads around the neck , leopard skin
apron , bone ornaments on the body) , the dieties may appear 泊 animal heads (~.g.
lion faced , tiger faced , etc.) or by manifesting as Herukas (blood-drinking dieties).
This is no more 也an just symbolism and should be realised as such during practice.
Actu al1 y , the five Buddhas symbolise the five aggregates (material , receival ，冉
thought , action , conception) , the five poisons (anger , desire , pride , jealousy , ignorance)
are converted into the five Buddhas' wisdoms (mi汀O卡拉ke ， equalising , discrirninating ,
a11 也ccomp1ising ， dharma nature). The five consorts symbolise the five elements
(earth , water , fire ，位r ， emptiness) , the Bodhisattvas symbolise the 12 sense fields
and the four times. And , most of the wrathful dieties are being transformed from
the peaceful ones. They merely represent the two sides of the above qualities.
Hence , these dieties are actually the inborn and intrisic elements within the nad 函，
pranas and bindus inside the body. For a detailed explanation , initiated disciples
can refer to the Narag Dong Trug text itself.
Fish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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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ACEFUL
AR1路
SI
趴
NG YOGA AND

TANTR1蛇
C SYl\島個 OLISM

by Wong Ngai Ying
In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peacefu1 -wrathful dieties 知Arising Yoga , Guru
Lau told us that it is essenti a1 to possess a re a1 understanding of the sadhana.
As we know; all the wo r1 dly phenomena we experience are illusory. Guru Lau
explained: illusions include words, languages, images and symbols. For instance, a
circle with a bar across represents “ no entry" and a stroke added to a lighted cigarette
represents “ no smoking" , '" these are some representations we frequen t1 y meet in
our everyday lives. Why representations remain representations and are not real?
Let us look at this in the fo l1owing ex倒nple.

嚕，你

In mathematics , the sign “=" represents total equality , but let us consider the
equ a1i ty
1 + 1 = 2
The left hand side contains 3 symbols , whereas we have only one in the right. How
can we say 曲的 they 缸e equa1? A1so ,. two 50~ coins may not necessari1y equ a1 to
one $1 coin 一一 they differ 扭 quantity ， volume and mass. This will be clear if you
have an experience 恆 using pUblic telephones. You have to insert one $1 co扭
but not two 50~ coins.

,

,.

One can see , even 也is rigorously-defmed equ a1ity is sti11 a representation. It
has its own limitations. Similar旬， 1, 2, 3, . . . etc are a1so symbols, not re a1.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1 ideas , we c a11 this process an abstraction. From one
apple, a desk, we abstract 也e concept 1, but if we st血 stick to the apple when we
see the symbol “ 1" , we are surely mixing the real meaning with illusions.
As a matter of fact , abstraction exhibits itself continuous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u1 ture. It is due to successive abstraction from phenomena that science
can be so widely applicable. From the pottery unearthed in Ban PO near Xian city ,
China , we can see different levels of abstraction of fISh symbols , indicating the eras
of production of the specimen (see fig).
After understanding 也函， we will no longer be 部tonished in seeing so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Buddhist dieties and mand a1 as. They al1 contain different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This ís very common in Tantric Buddhism. For instance , the vajra
(thunderbo1t) would symbolise “ skilfu1 m闊的"， the bell stands for “prajna" (wisdom) ,
chopper for “ cutting off' (from delusions) , skull-cups for “ accomplishment" (of
enlightenment), the five Buddha crown for the five Budyhas'wisdoms , one leg stepping forward and one backward for “ unattached to Samsara and not leaving it at the
same 位me" ， and naked bodies for “ primordi a1 nature" etc. These have all been
revealed by Guru La u.
一一

c -

During wa1 kíng , one should start with the left foot , with the heel
touchíng the ground first before the toes , and then with the right foot in thesame
manner.One should be mentaily alert , be serious and yet mlaxed all tlmtime wiliie
doing this.
Tl泣s kind of strolling in meditation -state should be done with the
straighteníng of the waist , neck , arms , elbows , feet and soles.
Both the physicaI exercises and the Buddha's WaIkin g Posture should
be done for about the same time as one does for meditation.
Section 5

To Be Supine

After doing the Buddha's Wa1 king Posture , one should lie down on the
floor with the body completely straigl此， yet totally relaxed. Th e reason for doing so
is because during meditation , al1 the rough aspects of the nad尬， pranas and bindus are
stopped , giving way for the autonomous functionings of the fourth grade of the nad泊，
pranas and bíndus. After the lapse of forty miniltes , the refined nad訟， pranas and
bíndus will automatically nourish , regulate , soften , smoothen and purify the various
p 缸ts of the body , thus helping to benefit the whole body.
During this , a11 the movements of the bcidy , speech and mind should be
stopped , and let the refined nad詣， pranas and bindus move automatically for three
to five núnutes. However , once distractive thoughts arise , one should rise up
immediately. If one wants to sleep after this , this is extremely beneficial to the body.
Section 6

Refrained from

Excre討on

During meditation , it might secrete a lot of saliva in one's mouth. This
is very precious and can be sublirnated into the essential flui 郎， so one should not
spit it out but rather swallow it very slowly.
Furthermore , it is important that one should. not discharge any excreta
from the body immediately after meditation. Th e reason is because during meditation ,
the refmed nad函， pranas and bindus circulate a11 over the body.
Hence , when one gets out of meditation , these essences have not yet
been settled down , and 芷 through excretion , all these will be discharged out of the
body and can be detriment a1.
There was a case back in ten years ago when one of my students ín
Hong Kong who , forgot about this danger at one time , urínated after meditation.
Three days later , his urine had blood núxed in 泣， and had to see doctors for sometime in order to cure it. Hence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one should at least wait for
h a1f an hour after meditation before one can go to the toile t.
Section 7

,...

Refrained from Taking Bath

The same reason holds true for the taking of bath. Since during
meditation , all the refined nad詣， pranas and bindus circulate all over the body , and
so , if one takes a bath immediately after medifation , these essences have not been
settled down and they can do discharged out of the body through the skin pores.
The author has the habit of taking cold baths all year round. But then once happened a few years ago in winter , while taking a cold bath , the author realized
that white smokes came out of his body , and that the room temperature of the
bathroom was raised up a bit. Theu 1 realized that this was because a lot of heat
-energy was discharged from my boJy to combat the coldness. This , 1 believe , will
happen too when one takes a bath immediately after meditation. Hence , one must
refrain from takíng bath after meditation for at least h a1 f an ho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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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AFTER MEDITATION

Section 1

Prana Changed from Refined to Rough

During meditation , one must turn one's ordinary breaths into “ refined ,
slow and long" pranes; at the same time , the fourth grade nadis 訂e being circuI ated
in order to achieve meritorious effects.
However, after meditation , one's circuI ation of blood and breathing
should return back to 血e frrst and second grades , thus one must change the “ refmed ,
slow and long" pranas back to the norm a1 ordinary breathings.
Section 2

Mass age

With the two palms folded together , one blows warm air into the folded
palms tlrree times. At the same time , one shouI d visualize that the left palm has a
sun , which represents the male hormones within one's own body , while .the right
palm has a moon , which represents the female hormones within one's own body.
Then rub the two p a1ms together seven times until they are warm , and then massage
the whole body.
Section 3

'",.

Exercises

In the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s for longevity , there are both intern a1
and extern a1 exercises. The external exercises emphasize on the physic a1 movements
of the body , such as Tai-chi Chuan.
If one only practises meditation without exercising the body , it rnight
resuI t in certain defects. Hence , the First Patriarch of Ch'an (or Zen) Buddhism in
China Bodhidharma had created thë wo r1 d-famous Shaolin martia1訂ts.
After the massage , one can stretch 'one's 叮叮lS and legs for certain
physic a1 exercises. For example , one can hold the Vajra Fists , with both arms
stretching out , moving up and down , to and fro , and crossed , a11 in seven times.
Section 4

The Buddha 's WaIking Posture

One can do the Buddha's W叫king Posture by holding the left fist near
the chest , with the right palm upon 泣， such that the two arms are in a straight 且ne ，
and that the two elbows are in perpendicuI ar positions.
Then the body is kept straight, with the two eyes gazing directly at the
place two yards in front of the fee t. At the same time , one can count one's breaths
and slowly w a1k around th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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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YA.THUB.PA.-SHAKYAMUNI--TI也 BUDDHA GAUTAMA. Born
into the Smtkya Family of Compassion as Skilfull Means, He is The Invincible, Conqueror
of the Legions of Mara, Wh ose lustrous Body is like a mountain of gold-Homage to
the Lord of the Sakyas!
賽瑪巴師佛傳恭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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